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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公聽會 

第 6場(大雅場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9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大雅區公所四樓禮堂 

參、會議主持人：本府都市發展局謝副局長美惠    紀錄：田栗旭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伍、規劃單位簡報說明：(略) 

陸、與會人民或團體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詳附表) 

柒、會議結論： 

一、 本場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本府主管權責者，本

府將納供本市國土計畫審議參考。 

二、 另涉及其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之建議意見，由本府都市

發展局彙整各機關回應情形後上網公開，供公民或團體參

考。 

捌、散會：上午 11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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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6場(大雅場次)公聽會發言要點及

回應意見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一、民眾

張先生 

一、市府欲爭取 260 公頃科

學園區產業用地，是否

有先做了前期各項評

估？需要多少用水量？

中部地區用水量足夠

嗎？需增加多少用電

量？交通及生活環境的

衝擊、空氣品質及排放

水的污染增加，要摧毀

多少良田，拆除多少農

戶及住家？是否會增強

空汙？ 

二、希望國土計畫針對中部

科學園區擴編計畫就此

打住，不應破壞環境，

違背民意，堅決反對擴

增中部科學園區產業用

地，誓死捍衛我們美麗

家園。 

三、將 260 公頃產業園區暫

時框定在科學園區東側

及南側，有點先射箭再

畫靶。目前產業園區現

有 3000 公頃，不論是用

區段徵收或一般徵收，

都會遇到相當大阻力，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依內政部公告實施「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臺灣整體

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

至計畫目標年 125 年，全國

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

約為 1,000 公頃，考量本市

科學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

為加速本市產業轉型與迎合

未來需求，依中央推估未來

20年新增產業用地，經與新

竹、台中、台南科學園區綜

合評估後，粗估分派本市應

有 260 公頃用地之需求。惟

目前草案所提用地需求量，

尚需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也需徵得科技部與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同意。

另就區位勘選上，未來係由

中央產業主管機關辦理，市

府建議以公有或台糖土地等

為優先考量，並排除既成社

區、聚落或建物密集地區 

二、針對產業用地需求部分，

國土計畫僅能於計畫指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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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希望大家一起團結捍衛

家園。 

四、臺中市國審會應讓民眾

來參與。 

位或預留用地量。但實際執

行上，另有先期評估計畫(如

區位與範圍勘選等)，以及需

依照相關法令辦理，如科學

園區的設置管理條例、都市

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

土保持法及農業發展條例

等，並非國土計畫框選後即

可開發，整體審查機制還是

相當嚴謹。 

三、國審會部分會比照都市計畫

程序辦理，通知陳情書(意見

表)上提出需列席說明之民

眾相關開會資訊。 

◎規劃單位 

產業園區用地需求，國土計畫

指導僅先作指認並配合劃設國

土功能分區。未來遴選土地

時，尚有先期規劃評估階段。

另實際執行開發仍依相關法令

辦理，如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程

序、環境影響評估與用水計畫

等規定，並非國土規劃框選後

立即開發，後續整體審查機制

仍相當嚴謹。 

二、員林

里 里 長

一、現今國土規劃對員林里

的發展很不友善，目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理論上，倘位於大雅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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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張本侒 員林里 90%的土地位於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希望考慮到水源灌溉問

題，應離大甲溪愈近的

地方劃作農業發展地

區，以葫蘆墩圳來說，

員林里屬於較後段灌溉

水源區，所以整體規劃

時，只有員林里列入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不

太合理。 

二、目前員林里 11600 人左

右，又有一些臨時登記

工廠，應適度規劃汙水

處理基礎設施。 

區內則無影響，員林里後續農

地資源會再檢討是否有汙染情

形。 

◎規劃單位 

農委會針對農業發展地區，於

107 年度有提出全台農業發展

地區初步研擬成果。今年度也

補助地方政府農業單位，進行

農業發展地區檢討。故現況是

否符合農業發展地區及分類劃

設原則，將透過該計畫進行滾

動式檢討。 

◎函轉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充回

應(員林里列入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函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水利局補充回應(工廠規劃汙

水處理基礎設施) 

三、秀山

里 里 長

蔡錦瑭 

一、中部科學園區基地南側

及東側之農業區土地現

將被臺中市政府規劃之

臺中市國土計畫，劃為

科學園區產業用地，事

關周遭農地地主權益。 

二、誓死反對該區域計劃為

科學園區產業用地，影

響地主權益及周遭環境

破壞，交通環保等問題。 

◎規劃單位 

一、內政部已於 107 年 4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臺灣整體國土空

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至計畫

目標年 125年，全國科學工

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約為

1,000 公頃，考量本市科學

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為加

速本市產業轉型與迎合未來

需求，依中央推估未來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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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新增產業用地，就新竹、台

中、台南科學園區綜合評估

後，粗估分派本市應有 260

公頃用地之需求。惟目前草

案所推算 260公頃科學園區

用地需求量，尚需提至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也需

徵得科技部與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同意。另就區位勘選

上，後續仍由中央產業主管

機關辦理，市府建議以公有

或台糖土地等為優先考量，

並排除既成社區、聚落或建

物密集地區。 

二、針對環境衝擊部分，在勘選

區位至實際開發時，會有進

一步細緻評估作業，包括是

否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交通

及環境影響評估等。公聽會

後將進入審議程序，屆時麻

煩各位幫我們填寫人陳意見

表，以利提供國審會委員參

考，後續市府也會邀科技

部、中科管理局與會，確認

產業主管機關有否明確需

求。 

三、針對產業用地需求部分，國

土計畫僅能於計畫指認區位

或預留用地量。但實際執行



6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上，另有先期評估計畫(如區

位與範圍勘選等)，以及需依

照相關法令辦理，如科學園

區的設置管理條例、都市計

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

保持法及農業發展條例等，

並非國土計畫框選後即可開

發，整體審查機制還是相當

嚴謹。 

四、橫山

里 里 長

張聖河 

一、國土計畫中科 260 公頃

預定現有中科園區東側

範圍，本人表示不贊

成，開會沒有通知地主

使里民恐慌。 

二、不能再摧毀中科園區周

邊良田，產業用地應另

定特別地區，例如東大

路、月祥路等國防用地

評估。 

三、產業用地開發需環評通

過後再開發。 

◎規劃單位 

一、內政部已於 107 年 4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臺灣整體國土空

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至計畫

目標年 125年，全國科學工

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約為

1,000 公頃，考量本市科學

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為加

速本市產業轉型與迎合未來

需求，依中央推估未來 20年

新增產業用地，就新竹、台

中、台南科學園區綜合評估

後，粗估分派本市應有 260

公頃用地需求。惟目前「臺

中市國土計畫」(草案)所推

估 260公頃科學園區用地需

求量，尚需提至各級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也需徵得科

技部與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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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同意。另就區位勘選上，後

續係由中央產業主管機關辦

理，市府會建議以公有或台

糖土地等為優先考量，排除

既成社區、聚落或建物密集

地區。 

二、產業園區推動仍需經可行性

評估與範圍勘選階段，開發

時亦需依相關法令辦理，如

科學園區的設置管理條例、

都市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水土保持法及農業發展條

例等，並非國土計畫框選後

即可開發，整體審查機制還

是相當嚴謹。 

四、民眾

張先生 

希望規劃 260 公頃工業用

地，建議在大安區，因當地

靠近海邊，比較沒有汙染問

題及 PM2.5 問題，例如彰化

的彰濱工業區。 

◎規劃單位 

一、內政部已於 107 年 4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臺灣整體國土空

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至計畫

目標年 125年，全國科學工

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約為

1,000 公頃，考量本市科學

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為加

速本市產業轉型與迎合未來

需求，依中央推估未來 20年

新增產業用地，就新竹、台

中、台南科學園區綜合評估

後，粗估分派本市應有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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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公頃用地需求。惟目前「臺

中市國土計畫」(草案)所推

估 260公頃科學園區用地需

求量，尚需提至各級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也需徵得科

技部與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同意。另就區位勘選上，後

續係由中央產業主管機關辦

理，市府會建議以公有或台

糖土地等為優先考量，排除

既成社區、聚落或建物密集

地區。 

五、民眾

張先生 

國土計畫只講地用不講地

權，地權應受一定程度的尊

重。例如：原住民族保留地

劃設，以大範圍規劃為主，

但原漢民現居住卻是事

實，政策卻沒有對漢族人民

作後續交代。政策之擬訂應

以人民利益為主軸。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權觀念是以土地所有權為

主，國土計畫僅對於土地利用

進行規劃與管制，兩者仍有差

異。 

六、民眾

林小姐 

期望政府能夠保障地主的

權益，我們橫山里居民在中

科旁邊約 10 年時間，每天

吸收那些中科廠商排放廢

氣、髒空氣與白煙，但是好

處都在西屯路，玉門路、國

安一路、國安二路那邊是商

業區、住宅區，我們中科這

邊地主較衰，不是土地要被

◎函請臺中市政府環保局補充

回應(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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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徵收，不然就是要被趕走，

不公平。 

七、民眾

謝先生 

建議臺中市政府針對中科

特定計畫區 260 公頃土地

部分能審慎評估，不需要再

規劃這麼多土地提供工業

使用，易造成環境汙染，亦

有圖利財團之嫌，現況屆時

又要徵收土地，讓百姓被迫

無家可歸，請規劃單位、臺

中市政府審慎考量。 

◎規劃單位 

一、內政部已於 107 年 4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臺灣整體國土空

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至計畫

目標年 125年，全國科學工

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約為

1,000 公頃，考量本市科學

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為加

速本市產業轉型與迎合未來

需求，依中央推估未來 20年

新增產業用地，就新竹、台

中、台南科學園區綜合評估

後，粗估分派本市得有 260

公頃用地需求。惟目前「臺

中市國土計畫(草案)」所推

估 260公頃科學園區用地需

求量，尚需提至各級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也需徵得科

技部與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同意。另就區位勘選上，後

續應由中央產業主管機關辦

理，本府會建議以公有或台

糖土地等為優先考量，排除

既成社區、聚落或建物密集

地區。 

二、即便真的要劃設，也會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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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謹的劃設、審查程序把關。 

八、林先

生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

附近特定區計畫之開發，不

應以國土計畫法把農業發展

地區無限制擴張變更，先射

箭再畫靶。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產業園區設置於區位勘選時，應

需避開環境敏感地區、甚至是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所以

不會有衝突問題。 

九、張小

姐 

一、103 年大雅通盤檢討，

將橫山一帶土地劃為農

業區，其前身為工業用

地。國土計畫能否檢

討，回復為原分區。 

二、簡報所提國土計畫法不

適用於都市計畫地區，

那會否有相牴觸情形？

另請問今年有通盤檢討

嗎？ 

◎規劃單位 

一、有關大雅都市計畫農業區檢

討為工業區，需經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程序辦理。 

二、目前台灣土地管理分都市土

地、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

管理的土地。在國土計畫體

制下，以四大功能分區為

主，都市計畫土地會大多會

被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其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非都市土地則將轉至未來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

理，故不管都市土地或非都

市土地，皆以國土計畫作為

最上位指導，無相牴觸問題。 

三、潭子、大雅、神岡刻正辦理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研究規

劃。 

 


